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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侍應涉辱國旗 加控攜工具作非法用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泛暴派於9月21日發

起「光復屯門公園」遊行爆發激烈警民衝突，一名男
侍應涉在屯門大會堂外焚燒及踐踏國旗，被控一項
「侮辱國旗」罪。案件昨日在屯門裁判法院再提訊，
控方指被告落網時被發現涉嫌藏有士巴拿、白電油、
火槍等，故昨日加控他一項「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
工具並意圖作非法用途使用」罪，被告暫時毋須答
辯，繼續獲准保釋至明年1月9日再提訊。
男被告鄧智樂（21歲），報稱在餐廳任職水吧男

侍應，他早前被控的「侮辱國旗」罪，指他今年9月
21日在屯門大會堂外，與不知名人士公開及故意以
焚燒、踐踏和撕毀方式侮辱國旗。

落網時疑攜士巴拿白電油火槍
至於新控罪則指他同日在元朗鳳琴街管有一把士巴
拿、一支火槍、一個載有白電油的金屬罐、7支六角

匙、一對手套和一個口罩，意圖作非法用途使用。
對於新舊控罪，辯方指需時索取法律意見，申請

將案件押後審訊。署理主任裁判官張潔宜遂將案件
押後至明年1月9日再提訊，屆時被告將就兩項控
罪答辯，其間被告獲准繼續以5,000元保釋外出，
須遵守每晚12時至翌日清晨6時的宵禁令，以及不
得離港等保釋條件。
根據資料，同在9月21日的「光復屯門公園」遊行
中，另有一名正就讀中二的13歲女童，亦在屯門大
會堂外和兩名不知名者，公開和故意以焚燒方式侮辱
國旗，女童事後被捕。
該案本月22日在屯門裁判法院少年庭審訊時，被
告承認一項「侮辱國旗」罪，獲准保釋至12月13日
等候感化官報告後判刑。裁判官水佳麗一度有意將女
童關押，又稱其行為侮辱國家和民族，斥責「身為中
國人，對國旗應該有最起碼嘅尊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9月29日在銅鑼灣至金鐘一帶爆
發的激烈暴衝，大批暴徒被警
方當場拘捕，事後97人分別被
以參與暴動罪或襲警罪起訴。
其中一名獲准保釋至12月23日
再提堂的20歲女學生，昨日向
法庭申請更改保釋條件，以便
到新加坡參加遊學團；主任裁
判官羅德泉指其離港申請日期
為明年1月，在下次提堂前，裁
判法院無司法權處理，辯方遂

撤回申請。
20歲學生張馨文，被控今年9

月29日在香港金鐘夏愨道一帶
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參與暴
動。她早前獲准以 5,000 元保
釋、不得離港、每周到警署報
到一次，以及須守宵禁令及禁
足令等。
案件押後至12月23日以便警
方進一步調查，包括檢索及調
查大量閉路電視片段，以及各
被告的物品。

涉暴女生撤回申改保釋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警方9月30

日接獲市民報案，在屯門舊咖啡灣泳灘附近
拘捕兩名女子，檢獲大批可疑物品包括58個
裝有液體的氣球，懷疑與近月的修例風波示
威暴衝有關，兩名女子事後被控一項「管有
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並意圖作非法用途使
用」罪，案件昨日再於屯門裁判法院提訊。
控方指，證物數量龐大，警方仍未完成檢

驗所有涉案氣球內的液體，署理主任裁判官
張潔宜遂將案件押後至明年2月6日再提訊，
以待控方預備有關化驗報告及諮詢法律意
見。兩名被告繼續獲准以原有條件保釋候

訊。
兩名被告分為任教學助理的楊頌恩（26

歲），以及福利工作員莊生玲（25歲）。控
罪指兩人9月30日在屯門青山公路舊咖啡灣
泳灘管有作非法用途的工具，即58個裝有液
體的氣球、1個裝有640毫升疑似易燃液體的
樽、1包麵粉、1罐藍色共1升的油漆、7樽
油漆、1個辣椒油空樽、5樽墨水、1樽胡椒
粉、4碗混合液體、1個打火機、15個切開的
網球、24盒火柴、1卷麻繩、1卷強力膠紙、
1把美工刀、1把剪刀及1盒塑膠手套，意圖
將其作非法用途。

泳灘液氣球案 兩女被告續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特區
政府10月5日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訂立俗稱禁蒙面法的《禁止蒙面規例》並
開始實施，惟遭泛暴派提出司法覆核，早
前高院裁定禁蒙面法違憲，並頒佈暫緩執
行判決令至本周五（29日），以便政府
提出上訴。高院上訴庭昨（27日）再批
出短期臨時暫緩執行令至12月10日。另
外正審上訴已定於明年1月9日開庭，預
審期為兩天。

暫緩令延至下月10日
該短期臨時暫緩執行令由署理高等法院

首席法官潘兆初，以及上訴庭副庭長林文
瀚以書面通知訴訟雙方。另外上訴庭指示
訴訟雙方依時提交書面陳辭、誓章等，內
容包括由今年6月起修例風波期間的社會
情況，並暫定於12月10日就律政司一方
的傳票頒下決定。
《禁止蒙面規例》由10月5日凌晨開始
實施，但隨即被24名泛暴派立法會議員
入禀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至上周一
（18日）高院裁定政府引用《緊急情況
規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違憲，
警方被逼即時暫停引新例執法。
律政司隨後於上周三（20日）向法庭
提交「建議命令」，要求法庭暫緩執行判
決，令禁蒙面法繼續有效，或希望法庭在
案件上訴期間，讓緊急法和禁蒙面法被裁
定違憲的條文繼續生效，直至被告人上訴
有最終結果。
高院上周五（22日）開庭處理，批准
禁蒙面法在終審法院上訴有結果前短暫時
間繼續有效執行至本周五（29日）。
至本周一（25日），政府向高院遞交
文件冊，要求推翻原訟庭裁定禁蒙面法違
憲的決定，並希望獲批上訴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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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學校為馬鞍山錦英路明愛馬鞍山中
學，被捕的兩名男生分別姓趙（17

歲）及姓黎（18歲），就讀該校中五及中
六，同涉管有炸藥被捕通宵扣查。
有人辯稱，相關炸藥是他們早前參與激烈
示威活動時受人交託保管，並不知道是炸
藥，及至昨日在課室問化學老師「知唔知呢
啲係乜嘢」，才揭發事件。

警追查炸藥來源及涉案者
警方目前正追查炸藥來源及用途，案件交
由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接手追查炸藥來源，以
及相關涉案者。

昨日下午2時許，警方接獲該校職員報
案，指在校內發現懷疑爆炸品，立即派員到
場調查，及至證實現場共有兩包呈粉末狀的
懷疑爆炸品後，立即封鎖校園疏散師生，警
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亦奉召到場處理，初步
相信兩包爆炸品屬性能極不穩定的TATP烈
性炸藥。

明愛馬鞍山中學今日停課
消息指，兩名男生昨日下午被警方帶走

時，曾向在場的其他人喊出自己的名字，行為
與近期修例風波示威衝突中，被捕者慣常喊出
自己的名字尋求同黨支援一樣。據悉事發後，

該校駐校社工以及律師已就事件展開跟進。
明愛馬鞍山中學昨日發聲明指，由於校內

發現不明化學品，為顧及師生安全，避免有
即時危險，已立即知會消防到場檢視及戒
備，警方其後接獲通知到場協助。聲明又指

出，由於事件仍在調查，校方仍未能掌握全
部事實，暫不作個別評論。另亦宣佈學校今
天停課，以便學校進行深度清潔工作，所有
寄宿生亦被安排返回宿舍部。
7月20日深夜，警方「O記」探員掩至荃

灣德士古道142號隆盛工廠大廈一單位搜
查，成功搗破一個武器庫檢獲約1.5公斤
TATP炸藥，以及一批汽油彈、鏹水、彈
叉、刀、鐵棍等，案件先後拘捕3名男子，
當中包括「香港民族陣綫」成員盧溢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繼7月20日在荃灣一工廠大廈搗破

一個武器庫，檢獲一批性能極不穩定的TATP烈性炸藥後，昨天再於明愛

馬鞍山中學檢獲同類炸藥，警方爆炸品處理課須封鎖學校調查，證實共有

兩包粉末狀的TATP炸藥，兩名涉案男生被捕。為配合警方處理有關炸

藥，校方已宣佈今日停課。

▲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與消防員，昨晚仍在校內處理有
關爆炸品。

▶發現爆炸品的明愛馬鞍山中學。

■被告鄧智樂昨被加控一項「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並
意圖作非法用途使用」罪。圖為案發當天，他於屯門大會堂
外以焚燒及踐踏方式侮辱國旗。 資料圖片

立法會昨日召開大會，有議員提出
書面質詢，促請特首制定政策及發佈
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公務員宣誓擁護
香港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羅智光表示，局方就公務
員宣誓已作初步構思，政府並着手研
究要求公務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
香港特區，目標於明年立法會會期結
束前有結果。公務員擁護基本法、效
忠特區理所當然，是公職人員的最基
本要求。對於公務員違反誓言，尤其
是公然違反甚至違法者，政府必須制
定罰則，作具阻嚇力的紀律處分，絕
不能聽之任之，姑息縱容。只有這
樣，才能確保公務員團隊共同維護「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

基本法第99條規定，公務人員必須
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
責；《公務員守則》第 3.7 節訂明，
「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公務員
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
誠，並須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523 條訂明，
「公務員不得召開或參與公眾集會以
討論政府的任何措施，或派發政治性
刊物，或簽署或邀人簽署與政府措施
或方案有關的民眾請願書。」據此，
要求公務員必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
區及政府，合法合情合理。

公務員是管治香港的重要力量，兼
有特區政府政策執行者、公共服務提
供者、政府僱員的多重身份，唯有擁

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才能保證
政府機器正常運作、保持公務員隊伍
的忠誠和穩定，保障特區政府依法、
順利、有效地管治香港。 多個公務員
工會都強調，公務員應保持政治中
立，不贊成公務員表現出政治傾向，
否則公務員將「永無寧日」，這更加
證明要求公務員擁護基本法、效忠特
區的必要性。

可是，修例風波以來，少數公務員
拿着「鐵飯碗」，卻做着擾亂施政、
損害管治的事，背離甚至完全喪失公
務員的操守。公務員事務局至今收到
指稱有公務員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力活
動，或公開發表詆毀「一國兩制」言
論的投訴，共涉及43名公務員。有公
務員擅自以公務員的名義，明目張膽
組織反政府的集會，為反政府激進抗
爭推波助瀾。有報道指，有政府新聞
處的新聞主任聯合發表公開信，逼迫
政府回應「五大訴求」。這些言行，
違反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傳統和公務員
守則，影響極其惡劣。

公務員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
是基本要求和基本紀律，政府應制定
具體機制加以約束，更應設立相應罰
則。若有公務員參與違法活動或挑戰
「一國兩制」底線的活動，應按機制
予以處分，包括警告、停薪停職、降
職乃至即時解僱。唯有這樣，才能保
證公務員的憲制忠誠，讓公務員隊
伍發揮好管治效能。

公務員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必須嚴謹執行

在修例風波嚴重影響下的今屆區選，錄得創紀錄
的293萬多名選民投票，投票率超過7成。很多基本
跡象顯示，在極不尋常的社會氣氛影響下，在泛反
對派的誤導煽動下，不少選民只看候選人政治立
場，不問政績和素質，把投票當成一次政治表態，
結果完全扭曲了區選的本質屬性。令人擔憂的是，
這個選舉結果，令泛反對派可以騎劫區議會，將本
應專注社區民生的地區管治，變成高度政治化的爭
拗場，並且以所謂「民意授權」作為政治資本，在
更大的政治層面狙擊政府施政，步步進逼搶奪香港
管治權。此次區選凸顯是非混淆、正邪不分的嚴重
後果，如何讓更多市民走出扭曲的政治化泥淖，是
擺在政府和社會各界面前的嚴峻課題。

分析今屆區選的基本數據，可以發現高度政治
化、高度政治取態對立的端倪。從總投票人數和投
票率看，超過293萬和71%的數字，均較往屆區選或
立法會選舉大增。與2015年區選相比，今屆區選多
了148萬多人投票。根據基本資料統計估算，本屆約
121萬票投給了建制派，人數增加了大約45萬；約
165萬票投給了泛反對派，人數增加了約113萬；而
投給獨立人士的總票數，從約 15 萬減少到大約 6
萬，獨立人士的總得票率更從約佔10%大幅下降到
只有2%。建制派得票增加很多，泛反對派得票增加
更多，獨立人士得票大幅縮減。

分析與此相關聯的具體候選人勝負結果，更可以發
現極其嚴重的政治化投票取態。周浩鼎、鄭泳舜、張
國鈞、劉國勳、麥美娟、田北辰、何君堯等很多建制
派重量級「雙料議員」，儘管得票都比上屆有不同幅

度的增加，顯示他們的工作實績獲得更多選
民認同，但仍然落馬；而他們

的對手大多是「政治素人」，地區服務成績很少甚至
全無，只靠打着「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政治旗
號，便以高票勝選。更離譜的是，泛反對派的當選者
中，有部分是「連登仔」激進派候選人，甚至有參與
暴力運動而被捕的人亦成功當選。

可以說，今屆區選之所以出現超高投票率，出現
反常結果，根本原因在於反對派過去近半年持續炒
作「反送中」的政治議題，煽動「200 萬人大遊
行」、散播「警察打死人」「性侵學生」等謠言，
令香港陷入嚴重撕裂、充滿仇恨的政治亢奮狀態；
美國國會在區選前「急就章」通過《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案》，英國忽然翻炒駐港領館前職員內地失蹤
事件；澳大利亞媒體「適時」報道「中國叛諜」新
聞。內外勢力互相配合，令本來專注社區建設的區
選變得高度政治化，不少選民受政治情緒驅使，投
票根本不問是非實績，將受誤導煽起的政治不滿發
洩到建制派候選人身上。

經此一役，泛反對派取得區議會的主導權，社會
高度關注：他們會否顛覆區議會諮詢架構、服務社
區的性質，以各式各樣的活動操弄「五大訴求」
「光復香港」，乃至有「去國家化」等意涵的政治
議題；會否借各種名堂的「黃色經濟圈」，扶植、
控制他們屬意的商戶、業主立案法團、街坊福利
會，鞏固選民基礎，同時打壓不同政見團體和人
士，以圖進一步削弱建制力量；會否利用區議會的
資源「聘請手足」，包括聘請因參與暴力運動而被
捕、檢控或定罪之人，培植更多反中亂港的接班
人；會否在日後公共房屋、基建、社區事務上，全
面狙擊政府施政。果如此，區議會變質、社區政治
化，全港18區從此難得安寧。

政治化扭曲區選結果 須嚴防地區管治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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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痛定思痛系列社評之一


